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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 企业需要招聘哪类毕业生才能
申领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答：沈阳市各类用人单位（含社会组织）
新招用毕业年度或毕业两年内登记失业的高
校毕业生就业，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
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1年的，可享受
政府给予的社会保险补贴。

王女士：企业需要招聘哪类毕业生才能申
领企业录用高校毕业生一次性用工补助？

答：沈阳市各类企业录用应届（毕业一年
以内）高校毕业生就业，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
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1年的，可享
受政府给予的一次性用工补助。

孟女士： 什么人可以享受大学生创业场
租补贴？

答：休学创业大学生、在读大学生和毕业
5年内全日制高校毕业生在沈初始创业（创业
实体成立未满3年），并首次入驻由市人社局、
科技局、经信委认定的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科
技孵化器、众创空间、创业辅导基地或省、国家
级创业孵化平台，企业运营状况良好，可以申
请场租补贴。 补贴采取先交后补的方式，对租
赁面积不超过200平方米，年租金总额不超过
20万元的创业场地租赁费给予全额补贴，最
长不超过2年。

对于未进入孵化基地（园区）、租赁场地
进行首次自主创业（指首次领取工商营业执照）
的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退役士
兵等群体，给予每年6000元的创业场地补贴，补
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

创业场地补贴实行先交后补， 每年审定
拨付一次。 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到营业执照注
册地址所在的区、县（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申报场地补贴。申报时间为每年的第一、
二季度。

■申请补贴所需要件 《沈阳市自主创业
场地补贴申请表》；本人相关身份证明材料原
件及复印件； 创业实体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
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创业实体纳税证明或免
税证明； 创业场地租赁合同和租金缴纳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个体工商户提供创业者本人
的银行储蓄账号，企业提供开户行账号。

用人单位每新招收一名符合条件的高
校毕业生， 由政府给予一个年度的养老保
险、 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组成的社会保险
补贴。

■每月社保补贴标准为： 申报社保补
贴月份在2018年1月1日后的，养老保险补
贴标准为沈阳市最低工资标准×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费率； 失业保险补贴标准为沈阳
市最低工作标准×失业保险单位缴费费
率； 医疗保险补贴标准为沈阳市社会平均
工资×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 总金额达
万余元。 申报社保补贴月份在2018年1月1
日以前的， 按照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沈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沈阳市企业

（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办法的通知》（沈人社发〔2014〕56号）执行。

用人单位持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沈阳市企业（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
保险补贴资格申请单》向所在区、县（市）、
开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社会保
险补贴资格。 用人单位将符合上述条件的
毕业生信息在1年内录入网络管理软件系
统，并持以下材料向区、县（市）、开发区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报社会保险补贴：
《沈阳市企业（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
保险补贴申请报告》、《沈阳市企业（单位）
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人员明细表》、高
校毕业生的《劳动合同书》、《报到证》、《就

业创业证》、《身份证》和《毕业证书》等材料
的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盖用人单位公
章）、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缴纳社会保险费
凭证的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盖用人单位
公章）。 材料递交齐全后，区、县（市）、开发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依据政策对用
人单位提供的有关材料和高校毕业生信息
进行审核并备案。

区、县（市）、开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将审核合格的用人单位、 申领补贴名
单、 身份证和补贴金额等信息在当地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网公示。对公示无异议的，将
补贴资金拨付至用人单位在银行开设的基
本账户。

沈阳市
人力资源服
务与行政执
法中心嘉宾
在接受记者
采访。

企业雇佣大学生 保险补贴万余元
社会保险补贴申请流程精简 小微企业创业贷款额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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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政务公开工作办公室与
沈阳日报联办 电话： 22690120

为深入贯彻支持民营

企 业 发 展 的 系 列 精 神 ，

开年以来 ， 沈阳市开展

保险补贴援企稳岗 “护

航行动 ”， 通过发放保险

补助 、 提升小微企业贷

款额度等多项举措 ， 让

更多的民营企业和职工

享受政策红利。

本报与沈阳市政务公

开办联合举办的 《民生连

线》 节目本期关注保险政

策补贴、 小微企业创业贷

款， 读者参与踊跃。

沈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与行政
执法中心创业指导处工作人员

陈曦光

毕业生就业指导处工作人员
黄欣然

凡在沈阳市以个体、 合伙经营和组织
起来创业（含网络创业），且已办理《就业创
业证》（原《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城乡劳动者
（不受户籍限制）， 以及当年吸纳就业人数达
到现有职工总数15%以上（含15%）的小微企
业（国家限制的建筑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
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桑
拿、按摩、网吧、氧吧等除外，下同），均可享受

沈阳市创业担保贷款扶持政策。
贷款最高额度由10万元调整为15万

元； 大学生在高新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创业
的，贷款最高额度不超过20万元。 当年吸
纳新就业人员达到规定比例的小微企业，
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 可按规定申请不超过
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网络创业者申办贷款需满足以下条
件 已办理《就业创业证》，在第三方网络交
易平台上实名注册、 稳定经营的网络商户
创业者；以实名注册时间为准，稳定经营1
年以上； 用实名制截图的方式对其注册进
行认定；提交近半年的交易额单据，且为正
常经营状态；创业担保贷款其他规定条件。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 杜梦雅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提高到最高20万元

招聘大学生 企业可享受一年保险补助

自主创业享受2年场地补贴

相关链接

热线实录

2月18日， 《住宅项目
规范 （征求意见稿）》 公布
后， 其中第2.4.6条“住宅
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
行交易” 受到广泛关注。 日
前， 记者采访了多位沈阳业
内人士， 针对市民担心的

“房价上涨”、 “资产缩水”
等问题进行了剖析。

上周商品住宅成交14.6万平
据“新峰地产大数据” 信息

显示， 上周沈阳新建商品住宅市
场新增供应11.8万平方米， 成交备
案14.64万平方米， 60-90平方米户
型环比增加77%。 截至上周， 2019
年沈阳新建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18
万平， 道义板块成交居首。 新建
商品住宅累计新增供应62万平方
米， 总体供不应求， 去化周期15
个月。

3月13日旺地入市竞拍
据沈阳市自然资源局公告， 3

月13日上午10时在沈阳市土地交
易市场有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拍卖会。 分别是： HP2018-001号
集贤街63巷5号地块、 HP2018-
002号砂南路18、 18-1、 20号地
块、 沈北2018-002号正良路南科
讯包装地块。

其中， 沈北2018-002号正良
路南科讯包装地块相对规模大一
些， 土地面积124689平方米， 用
地性质为居住， 容积率不大于2.5，
商业比例不大于10%， 起拍价格
3120元/建筑平方米。 据了解， 该
地块还需配建一所12班幼儿园。

锦云天城开盘劲销1.25亿元
2月22日， 中粮锦云天城开

盘。 短短1个小时认购200套劲销
1.25亿元， 首次开盘即基本售罄。
据悉 ， 目前该项目建筑面积约
79-105平方米雅致高层热卖， 销
售额持续攀升。 中粮锦云天城地
处被誉为“城市发展第三极” 的
沈北片区， 因集“都市微度假生
态娱乐区” “大学城教育旗舰聚
集地” 等都市宜居利好为一体而
备受关注。

华发全运首府“优+产品” 亮相
2月23日， “全生活百万大

城” 华发全运首府营销中心开放，
2019首开产品售罄， 同时华发新
一代美好系优+产品发布， 华发全
运首府以华发“优+产品” 体系为
基础， 打造五优生活， 以优地段、
优教育、 优产品、 优景观、 优配
套为城市赋予美好人居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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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透明交易 优化设计
目前， 与使用面积一并存在的是公摊

面积。 购房者买到手的是建筑面积， 也就
是前两者之和。 提到住房公摊面积， 全国
的购房者都不陌生。 在沈阳， 多层的公摊
率在13%-15%之间， 高层的公摊率高于多

层， 多在23%-25%之间， 有的甚至更高。 以
100平方米户型为例， 实际使用面积很可能
只有70多平方米， 那“消失” 的近30平方
米， 就是公摊面积。 由于公摊问题被诟病多
年， 为此， 住建部此次征求意见稿一出， 可
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人近
日对此进行了回应。 该负责人说， 这一做法
可以解决两个方面问题： 一是解决套内建筑
面积相同而住户使用面积不同的问题。 二是
解决住户使用面积不透明的问题。 业内人士
也颇为认同该观点。 百益龙企业集团副总经
理张金丽说： “套内计价相对更为公平。 公
摊面积本身透明度不高， 此举有利于防止部
分项目在公摊面积上做手脚、 侵害购房者利
益。” 新峰 （中国） &房谱网东北事业部总
经理助理于岳雅也认为， 新规对购房者来说
是好事儿。 关起门的空间大小， 才是实实在
在的居住面积。

此外，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套内计
价” 推动房企进一步优化建筑内部空间、 户
型等， 有利于促进建筑设计升级， 以更好满
足购房者需要。

焦点： 房屋总价变化不大
“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

易” 的规范字样， 令购房者似乎捕捉到了
“房价上涨” 的讯息， 这也是此规范备受关
注的重要因素之一。

“‘按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 并不代
表取消了公摊面积。 诸如公摊、 景观等这些
建筑成本， 也一定会在房价中体现， 这也是
一些购房者为何提到房价‘上涨’。” 于岳雅
说， “无论是按建筑面积计价， 还是按套内
使用面积进行交易， 其实最终的房屋总价是
一样的。 所以， 有房一族不用担心自己按建
筑面积买的房子， 按套内使用面积卖， 资产
会缩水。”

“公摊面积并不是越小越好， 公摊面积
不计入面积价格， 必将会计入成本， 开发商
同样可以提高套内单价。 购房者在现有状况
下也要对公摊面积有清晰认识， 需要清楚不
同档次项目和不同类别住宅合理的公摊率差
异， 切勿过份追求低公摊率。” 张金丽称。
沈阳畅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策划总监魏军
也认为， 按套内使用面积交易， 不管新房还

是二手房， 成交单价肯定是要上涨的， 单价
变高， 面积变小， 总价不会变。

影响： 新政实施牵涉甚广
经过两年多的研编， 此征求意见稿终于

公布于众。 据悉， 《住宅项目规范 （征求意
见稿）》 在征求各地住建部门及相关单位意
见的同时， 也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截止时
间为3月15日。

针对该规范的具体落实时间， 也是社会
较为关注的话题。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该规
范牵涉面太广， 不会短期内出台。 张金丽认
为， 全国各地情况不尽相同， 很复杂， 要制
定一个统一标准的政策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
的。 沈阳畅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策划总监
魏军则认为出台的可能性很小。

除套内计价外， 《住宅项目规范 （征求
意见稿）》 内还提出了四层楼以上应安装电
梯、 新建住宅需全装修交付等相关规范， 从
长期趋势来看， 若新政实施， 新房、 二手房
交易、 园区配套、 物业服务等方面都将随之
改变。

沈阳日报、 沈报融媒记者 王巨华

资讯速递住建部征求意见新规“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 引关注

业内：对房屋总价影响不大


